
【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入境處處
長陳國基表示，香港近期的水貨活動已稍為
收斂，處方過去半年已採取32次 「風沙行動
」，共拘捕650多名水貨客，當中約100人已
被檢控，又拒絕逾4000名一日多次入境的內
地旅客。他又指，不應因為水貨客而否定自
由行政策。

陳國基昨日在電視節目上表示，去年全
年有3000多萬內地旅客人次出入境，而在深
圳一簽多行的120萬名旅客中，大部分人每
年來港約7至8次，每天多次進出本港的水貨
客只佔極少數，只有數千人，而在過去半年
，處方共拒絕約4000名相信是職業水貨客入
境。陳國基認為，不應因為水貨客而否定自
由行政策或一簽多行。

陳又說，處方由開展打擊水貨奶粉活動
至今，已採取32次 「風沙行動」，拘捕650
多人，拒絕4000人次入境，他相信內地人涉
及水貨活動已經有收斂。

被問到內地把關問題，陳國基說，兩地
法規各有不同，香港採取的措施已經令到本
地母親較之前容易買到奶粉。至於雙非孕婦
到港產子問題，他表示，入境處至今共截查
60000多人，其中4500多名懷孕婦人因沒有

預約被拒入境。
另外，政府正就旅客承受量展開研究，

陳國基承認，入境處難以評估處理旅客人流
上限的能力，但會透過不同措施協助疏導人
潮，包括斥資3000萬元，於本月底在全港所
有出入境管制站推出新措施，以印有旅客資
料、逗留條件及期限的電腦標籤貼紙，取代
在入境旅客的護照蓋印，料可加快每名入境
旅客辦理手續時間最少3秒。

推過關輪候時間手機程式
此外，入境處研究在今年暑假推出手機

應用程式，列明各口岸輪候過關所需時間，
讓市民因應情況選擇不同管制站過關。至於
內地旅客使用 「e道」入境情況，陳國基表
示至今已有近40萬名內地旅客登記使用 「e
道」，縮短辦理過關時間。

勿因水貨活動否定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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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奢侈 內地港資食肆生意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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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商務部早前調查北京、上海、
青島等多個大城市春節期間高檔菜餚的
銷售情況，結果顯示大幅下挫，燕窩、
鮑魚銷路降40%，魚翅下滑逾70%，在
內地經營多間高檔食肆的香港富臨飯店
創辦人 「一哥」楊貫一直言，中央推出
「改進工作作風8項規定」厲行節約、

反對浪費的措施，令他在內地的生意大
受打擊，一些店舖生意跌了近30%。

貴價餐廳經營趨困難
「一哥」直言農曆新年時吃魚翅的

人少之又少，連內地的魚翅乾貨價格也
跌了，影響最大的城市跌幅達20%。香
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聽聞
過有關內地高級食肆近來經營困難的情
況，除貴價菜餚問津者減少，入口洋酒
也少了捧場客，過往一頓飯開數瓶萬元
級紅酒的 「熱鬧」情景已不多見。他估
計，內地高級餐廳及五星級酒店的食肆
，近期的業績起碼跌了10至20%。不過
，他認為有關政策對國家有利，冀望大

眾消化有關規條後，高檔食肆的
業務將會回升。

酒家無須四圍搜貨
政策的影響更反射
到香港，龍皇酒家

主席 「幟哥」黃永幟表示，因中央反對
奢侈浪費，令魚翅供應放緩， 「我都唔
使再四圍搶貨」。幟哥謂春節前開始，
香港魚翅乾貨售價開始回落，迄今入貨
價跌幅達15%。

安記海味董事總經理潘權輝則表示
，早在去年，內地已有傳言中央將嚴厲
反貪腐，當時內地對奢華食物如魚翅的
需求已減少，令該年的魚翅價格按年下
跌達20%，而在店內花費逾10萬元以上
的內地豪客亦明顯減少，春節過後魚翅
價格更進一步下跌，以食客最愛的 「牙
揀翅」為例，售價一斤約900至1200元
，比高峰期下降200元。他預計內地對
反貪腐新措施仍需一段時間消化，魚翅
等海味售價不排除進一步下降。

酒席「免翅」需求漸減
中央反貪腐、反浪費

使內地及香港對魚翅需
求減弱，本港環保
團體表示歡迎。
世界自然基金
會香港分會

高級項目主任（鯊魚）曾翠芝表示，內
地減少食魚翅可起帶頭作用，對全世界
都有影響力，希望特區政府亦鼓勵社
會減少食魚翅。

至於價格回落會否惹來搶購潮？令
魚翅消耗量不跌反升，曾翠芝表示並不
擔心，她說，近年包括該自然基金
會在內的多個環團大力宣傳 「
無翅菜單」已慢慢獲得社
會認同，現時有超過
100家食肆參與《無翅
宴會菜單選擇》計劃，
且數目仍不斷增加，
可見大眾已認識
保護鯊魚的重
要性。

中央政府厲行節約立竿見影！國家商務部就農曆新年高級
食肆的調查顯示，高價菜餚銷售量明顯下降，鮑魚、魚翅等奢
華食品跌幅尤甚，影響所及，多間港人在內地經營的高級食府
生意額均急挫，跌幅有達30%，連帶香港的魚翅售價亦回落近
20%，海味業界估計跌幅還將擴大。 本報記者 林曉晴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茅台酒被國
人追捧，除其本身酒質醇美，亦因它在古時被
視為 「貢酒」，在現代亦多次用來招待外國元
首，最後更被定為 「國酒」。不少國人都希望
一嘗茅台，體會與外國元首同樣的款待，但因
茅台產量有限，僧多粥少下身價愈來愈高，飲
得起茅台更成為身份象徵，茅台也漸漸變成送
禮、甚乎賄賂公職人員的佳品。

有說法認為，茅台酒的雛形早在漢代已面
世。當時貴州有地方酒窖出產 「枸醬」，後流
傳入皇宮，成為 「貢酒」之一。茅台卻因而極
少流入民間，在民間名不經傳。但早在1915年
，茅台酒參加 「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憑其酒

質醇美，奪得金質獎章、獎狀。
至新中國成立，總理周恩來酷愛茅台酒，

多次以茅台來招待來賓，包括前美國總統尼克
松、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等，茅台之名才開始
嶄露頭角。在國慶50周年時，中國歷史博物館
接受一批陳釀50年的茅台酒作永久收藏，譽為
「開國第一酒」，奠定茅台的國酒地位，成為

國家名酒。及後，茅台釀製技術被定為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令茅台名譽更響。

茅台是大酒的一種，並以擁有獨特芳香
聞名於世，據科學家研究所得，全賴貴州茅台
地區天氣甚為濕潤，在釀酒期間漸漸形成特殊
的生物菌群，令茅台擁有與別不同的芬芳，遷

往其他地區釀製便失去這份醇香，故雖然茅台
酒生產現時已企業化，不過產量始終有限。

隨近年內地經濟長足發展，茅台成為國
人追捧對象，擁有茅台更成為身份象徵，加上
內地國有企業花費巨款買茅台等名酒的事件被
曝光，遂使茅台經常與 「公款吃喝」、 「三公
消費」、 「腐敗」等詞語同時出現，如今也成
為中央反浪費、反貪腐的針對對象之一。

【本報訊】記者譚月兒報道：新一代國家領導人厲行節
約，更下令軍隊禁酒，一度升至天價的 「國酒」茅台售價嘎

然滑落，由高峰時每支2000元人民幣，急挫至1400餘元有交易；
不過，與內地一河之隔的香港，茅台售價依然堅挺，酒精濃度53度的
「飛天茅台」每瓶售價依然超過3000港元。

中央政府公布 「改進工作作風8項規定」後，內地茅台售價便一直下
跌，原來是送禮高峰期的農曆新年，購買茅台送禮的情況亦大幅減少，與

此同時，過往不少收到茅台酒等禮物的人會拿往二手店出售套現，今年也甚為
少見，春節過後一些地方53度的 「飛天茅台」更跌價至1400餘元，與高峰期相

比足足下挫近30%。
不過，香港茅台專門店出售的 「飛天茅台」每瓶卻仍售3680港元，女店員表示，本來每

瓶售3880元，因春節特價才減200元，相信稍後便回復正價。職員續謂，專門店的各式茅台
由去年中至今均沒有跌價，至於何時加價或減價，須按廠方指示。

至於國貨公司的 「飛天茅台」雖較專門店便宜，但每瓶仍售3280元，年份久遠至2009年
和2003年的，每瓶售價更達3880元和8800元。售貨員表示，茅台酒價一直沒有下跌，香港市

場與內地市場不同，香港有品質保證，而內地摻有假酒魚目混珠；再者，茅台酒與所有
酒一樣，年份愈久酒質愈醇，售價也愈貴，因此只有愈來愈貴，跌價機會微乎其微。

烈酒稅高 免受炒風波及
香港茅台不受中央節約措施影響，據酒業人士解釋，除因香港愛好茅
台的人遠不及內地多，更重要是香港政府對烈酒徵稅100%。他解釋：
「內地愛飲茅台的人多，在當地供不應求下，價格便在過去一段時間

持續炒高，但香港徵稅率十分高，內地人不會跨境到來掃貨，香港
的茅台便倖免於炒風之外；如今內地雖然跌價，但香港高稅
率不變，自然也沒有降價空間。」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隨內
地經濟發展，城鎮居民愈來愈富有，愈來
愈多香港高檔食肆進軍內地賺人民幣。富
臨飯店、王子飯店都到內地開設分店，當
中富臨飯店於早年就打入廣州開設分店，
收費與香港母公司不遑多讓。

由人稱 「阿一」的楊貫一主理的富臨
飯店，以鮑魚、魚翅等名貴菜餚飲譽兩岸
三地，一席普通的24頭吉品鮑套餐，配以
魚翅、海生蝦等食材，每人最低消費1500
元，至於其他特別菜式，更價值不菲。
2007年的一次黃金周後，阿一便曾大讚內
地人消費能力強，表示內地人點菜連價錢
也不看，結帳時碌卡20萬元找數，照樣面
不改容。

香港的富臨飯店收費不菲，內地分店
同樣非一般小市民可以負擔，據網上介紹
，套餐人均消費要收400元人民幣。

不過，隨中央嚴厲反浪費，內地用
餐風氣也改變，楊貫一認為宴席價格存在
下調壓力。他解釋，現時內地名貴食材如
魚翅等進口貨規限愈來愈多，食肆會傾向
減少選擇購入名貴食材，宴席名貴菜式減
少，就不能叫價太高。

他解釋： 「採用名貴主菜，伴菜也要
相近水平才能襯托得起，例如主菜是鮑魚
，伴菜會選擇燕窩、海參、黑松茸等等，
伴菜不可能只是青蔬白肉。宴席失去名貴
食材，菜式不夠威，售價也得下降。」他
更擔心採用普通菜式後，即使減價也未必
能吸引客人，未來在內地經營食肆有一定
壓力。

新政顯威 京白酒量價齊跌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17日

電】 「十八大以前還有客人會點
五糧液、茅台，但十八大以後要
這兩種酒的客人很少，最近一個
月完全沒有人要！」 ─這是北
京著名中高檔食肆國餚小居老闆
國金波談及高檔酒銷售時的
反應。

作為一線經營者，國金波表
示，在中央反浪費、反貪腐8項
措施出台以前，有部分客人消費
時也會點茅台、五糧液，但最近
完全沒人選這些飲品。與此同時
，高檔洋酒消費似乎也在下降。
而隨人們健康意識的提升，現
在越來越多的客人選擇紅酒。他
續說，由於公司的客戶包括部分
中高檔商務宴請，業務並未受到

較大衝擊，但部分以公務消費為
主要客戶的高檔餐飲同行銷售卻
受到重大打擊。

從2012年11月起，作為內
地A股的坐標股，貴州茅台受八
項規定及塑化劑影響，已經大跌
近30%。而此前只漲不跌的茅台
酒也走下神壇。2012年春節被
炒到2000元（人民幣、下同）
每瓶的53度飛天茅台價格一路
下跌，在內地某大型電商網站，
甚至已經出現不到1200元的報
價。記者詢問北京多家高檔酒經
銷商，給出的報價都低於1500
元。亦有媒體報道稱，有茅台二
級經銷商今年春節將手中茅台以
1300元的價格出售，一次虧損
達60萬元。

海味業料翅價跌勢未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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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早前在多個大城市農曆新年高檔菜餚的銷售，結果顯
示魚翅下滑逾70% 資料圖片

▼▼有環團表示公眾對保有環團表示公眾對保
護鯊魚的意識日強護鯊魚的意識日強，，相相
信即使翅價下跌信即使翅價下跌，，也不也不
會引發搶購潮會引發搶購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國基表示近期的水貨活動已稍為收
斂，過去半年共拘捕650多名水貨客

▶茅台酒在內地量價
齊跌，在港售價卻一
漲再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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